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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10日中午11时

35分，新湖社区居民老吴准时出

现在社区的老人餐厅里大快朵颐；

住在龙福小区的孤寡老人施奶奶

再也不用担心家中的线路突然故

障了；花园城小区的高层居民李女

士回到小区，轻松找到了电动车充

电位……这样的便利来自于湖滨

的“红色服务”。近年来，湖滨坚持

城市大家庭的理念，不断探索新城

市居民小区党组织建设，打造城市

基层党建共同体，同时有效激活分

散在城市小区的党员细胞，不断强

健基层党组织的“大肌体”，有效提

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让党建引

领基层社会治理更有质感，群众更

有幸福感。

众所周知，新湖社区位于我

市中心地段，住着近万人。早些

年，因人多事杂，矛盾纠纷较多，

而社区的力量有限，想管理好，却

找不到好的路子。居民的物业费

也常收不齐，很多事情都没法展

开，这让社区人员万般头疼，但街

道党工委不能让群众失望。在不

断的探索过程中，新湖社区于

2013年初在全市率先推行并实施

网格化管理服务模式，按照“界定

清晰、任务相当、管理方便”的原

则，将社区分为地缘型、单元型、

单位型和园区商业圈型等不同类

型的7个网格，每个网格配备1名

网格督导员、1名网格负责人及N

名网格管理员，落实中心任务、治

安管理、计生管理等七项任务，建

立排查送报，信息管理，处置反

馈，责任督查等“四项机制”，形成

“一格八员”的服务格局。此后，

该社区还整合原有的网格管理平

台，总结推出“1+1+N”党建引领

社区治理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

员的力量，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

推动了社区党建提档升级。同

时，新湖社区还不断强化党内关

怀帮扶，成立社区爱心互助会，多

方筹措募集爱心基金350余万

元，将每一年的11月30日定为

“新湖爱心日”，关怀慰问近百名

病困党员居民。

除了新湖社区的党员网格

化，长福社区“红色帮帮团”的成立

也是湖滨党建的一种新格局。据

介绍，“红色帮帮团”是长福社区深

化党建工作而推出的一支服务队

伍。这支队伍由在职党员、社区党

员、物业管理人员和居民组成。目

前，这支队伍登记在册的人数已有

30余名，成员来自各行各业，有教

师、律师、社区工作人员，也有物业

工作人员……他们利用各自的资

源优势和特长，深入社区走访，为

居民提供服务，帮助群众解决生活

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据悉，

自2017年9月份成立以来，“红色

帮帮团”目前已经收到求助信息

500多条。

除此之外，湖滨街道党工委

还以“三社联动”（社区、社工、社

会组织）为抓手，开展小区服务营

造、文化营造、景观营造、产业营

造，打造服务“升级版”。之后，湖

滨将不断总结基层服务社会化经

验，吸引更多社会资源参与，以党

建推进居民小区建设向纵深发

展。 （记者 陈嫣兰）

湖滨党建引领服务 增强居民幸福感

近日，锦尚镇在原有3处饮水点的基础上，又在新大街店铺及厝上村委
会里新增了3处便民饮水点，给环卫工带去方便，这样环卫工人就能在工作
之余，到店里来接水喝，顺便在空调底下歇歇脚。

（记者 邱育钦 通讯员 萧祥福）

本报讯 7月11日，人才政策专

题宣传活动“进乡镇、进企业”来到

锦尚镇，给锦尚镇区企业相关负责

人普及惠企政策，帮助企业熟知并

用好用活惠企政策，打通服务企业

的“最后一公里”。

记者了解到，此次人才政策专

题宣传活动由中共石狮市委人才办

主办，锦尚镇人民政府、中国海峡人

才市场石狮分部承办，邀请了锦尚

镇区企业相关负责人近60人参加

此次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

员就泉州市高层次人才认定规定、

高校毕业生相关政策等惠企政策进

行宣讲并进行补充说明，还与企业

负责人进行现场交流与讨论，以便

企业熟络相关政策条款，方便企业

对接相关政策，切实提升石狮市人

才政策知晓率和人才服务满意率。

（记者 邱育钦 通讯员 王名毅）

本报讯 近日，祥芝镇综治办联合镇文体服务中

心、扫黄打非办、祥芝派出所等部门，利用人流量大的

第五届“安康杯”篮球赛，充分把握孩子假期学习任务

不紧张的有利时机，积极营造浓厚的禁毒教育氛围，

有计划、有部署、有针对性地采取学生爱看、家长喜闻

乐见的方式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加大禁毒

宣传教育力度，提高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

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仿真毒品模型，详细介绍

了毒品的种类，让学生及家长直观地了解到毒品的多

样性和危害性。同时，通过发放禁毒宣传资料，用展

牌展示如何防范新型毒品，告诫他们要有警觉戒备意

识，提高对诱惑的警惕性，采取坚决拒绝的态度，不要

轻信谎言，不轻易和陌生人搭讪，不接受陌生人提供

的香烟和饮料及食品;出入娱乐场所，尽量少喝里面提

供的饮料等。

此次活动旨在教育孩子们在假期期间要远离毒

品，学习自救自护的本领及求助方法，让他们渡过一

个安全、快乐的假期，筑牢禁毒安全防护网和防火

墙。 （记者 邱育钦 通讯员 李欣颖）

本报讯 7月10日，记者

在塘边村采访时看到，位于

该村的宝盖镇第五中心幼儿

园项目建设热火朝天，施工

现场一派繁忙。记者从市城

投负责该项目的有关负责人

处获悉，当前，宝盖镇第五中

心幼儿园正在进行室内外装

修与水电消防布管等工作，

工程建设正在加快推进中，

工程主体预计于今年第四季

度完工。

宝盖镇第五中心幼儿园

是近年来宝盖镇力推的教育

项目之一，也是该镇均衡布

局优质教育资源的一大举

措。根据规划设计，该幼儿

园的校舍为一栋四层高的回

形建筑，建筑占地面积2591

余 平 方 米 ，建 筑 面 积 为

9311.12平方米。建成后，这

所幼儿园的办学规模可达15

个教学班，届时将有力缓解

周边区域的学前教育压力。

据悉，该项目于今年4月17

日主体封顶，随即转入墙体

建设与室内外装修，当前，各

方正紧盯目标，加快建设进

度，力求早建成、早投用。

（记者 林智杰 颜华杰）

本报讯 日前，灵秀镇召开下半年河（湖）长制工

作安排部署会议，对下半年河长制工作进行安排部

署。

会议要求各级要认真做好责任河流的相关迎检工

作准备，镇级河长制办公室要负责牵头督促落实，同时

各河流河段的河道专管员和保洁员要认真做好河流的

保洁和监督工作，对责任河流再次开展巡河工作，发现

问题及时整改督办等。今年来，灵秀镇不断强化措施，

全面落实河（湖）长制工作，着力改善河道、沟渠溪流水

质。此外，该镇还切实落实监管整治，针对非法排污、

乱堆垃圾等问题，组建专门巡查队伍，对各河段开展常

态化巡查和河道整治行动。 （记者 王文豪）

人才政策专题宣传活动走进锦尚

宝盖五幼建设再提速
室内外装修有序推进

灵秀强化
河（湖）长制责任落实

祥芝充分把握学生假期
开展禁毒宣传

本报讯 7月10日，蚶江派出所洪窟警务室青少

年社会教育活动中心联合仰恩大学管理学院实践营

支教志愿者、蚶江镇道安办举办交通安全知识宣讲活

动，邀请蚶江交警中队民警在外来工之家为暑期实践

班的孩子们宣传交通法律法规和安全知识。

活动开始后，民警针对孩子们的安全问题进行系

统宣讲，并提出一些如何预防交通安全的建议和意

见。交警中队民警介绍了相关安全的知识和违法交

通法规的危害事件并且通过多媒体课件的形式向学

生们讲解了步行、乘车及骑车的注意事项，进一步增

强学生们的安全意识和文明意识。

（记者 兰良增 通讯员 程育潮）

洪窟暑期实践班
开展交通安全宣讲

创城再出发

都市文明生活，请噪音走远些
清晨7点刚过，家住我市某

小区的市民洪小姐从睡梦中惊

醒，楼上巨大的装修噪音又开始

了新一天的“轰炸”，弄得洪小姐

这段时间心情很不好，她也多次

找到物业和业主协调，但没有取

得效果，装修噪音这些天依旧每

天如期向她“报到”，洪小姐只有

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

文明城市中，噪音是一大社

会问题。近日，记者走访市区多

个小区发现，市民对噪音扰民有

很多看法，几乎都是对噪音深恶

痛绝。以前市民较少留意商业噪

音对自己身心健康的影响，随着

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作为

影响人们身心健康的“杀手”之一

的商业噪音，已受到越来越多的

人关注。“吵得我想打人了。”一位

家住某商业街附近的市民林小姐

这样形容小区商业街的噪声带给

她的感受。她回忆说，当时她家

孩子正参加高考，由于周围声音

太吵，孩子根本无法静下心来读

书，她只能有时选择将孩子寄宿

在亲戚家，有时选择在宾馆躲避

几天。住在某商业街的一位市民

蔡女士告诉记者，她家住在这里

已有10多年了，每天楼下一到时

间广场舞音乐声就开得很响，已

经有很多市民投诉反映，但并无

改善。

噪音影响已成为市民十分关

注的焦点，他们生活中接触到各种

交通噪音、商业噪音、建筑噪音和

生活噪音等等，而这些经常被忽视

的噪音严重威胁到人们身体健

康。市总医院蔡医生向记者解释

道，“噪声对人体的损害包括特异

性损害和非特异性损害。所谓的

特异性损害主要是对听力造成损

害，严重的可能会引起耳聋。而非

特异性损害则是包括对心脏、中枢

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等造成的慢

性损伤，严重的会造成血压上升、

神经衰弱，进而引发各种疾病，影

响市民的正常生活。”

记者还了解到，严重的噪音

可能导致抑郁。由于现在生活节

奏的不断加快，生活压力也在不

断增大，这时如果经常处于噪音

环境下，很可能会诱发人的不稳

定情绪，长期积累，会导致人们心

情烦乱，情绪不稳，脾气暴躁，严

重的甚至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矛

盾和纠纷，引发各种极端危害行

为。另外，长时间的噪音污染也

会对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和身体健

康产生严重影响。

为了你我他，为了都市里的

文明生活，希望噪音少一些。

（记者 张军璞）

文明视点

买了车位也要文明停车
文明观察

昨天早上，市民王先生在

小区的地下车库取车时，发现

旁边那辆车没有停放在自家车

位的中央，而是停在了靠近王先生车位一侧的线上，致

使王先生无法打开车门。没办法，王先生只能在副驾

驶一侧上车。

这已经不是王先生第一次在小区停车场遭遇这样

的尴尬了，据他回忆，自从他家搬到该小区一年半时间

内，这样的情况可能不下几十次了。因为不是什么大

事，王先生也一直没有找物业反映，总想着哪天碰到车

主跟他沟通一下，这事就能够解决。但是令王先生气

愤的是，有一天，他取车时，刚好遇到那位车主在停车，

王先生笑着跟他说，停车的时候注意一下，两辆车不要

靠得太近。谁知那位车主轻描淡写地说，他的技术不

好，况且并没有越线，说完这话那个车主就走开了。

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情况有所改观，王先生也

没有再遇到无法打开左侧车门的情况。但是好景不

长，大概过了一个月，原来那种情况又出现了，甚至有

时候那辆车斜着停放，车头或车尾已经过线，停到王先

生的车位上了。再也无法忍受的王先生这次选择向物

业反映此事，让物业帮自己解决这件烦心事。

不管物业是否能够帮助王先生解决问题，在这里

我们想对那位乱停车的业主说，同住一个小区，大家抬

头不见低头见，大可不必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闹矛

盾。在上述停车这件事情上，已经不是你能不能把车

停好的问题，而是你对邻居有没有尊重的问题。尊重

别人，其实也是在尊重你自己。 （记者 张军璞）

由石狮市关工委、凤

里关工委、五星社区关工

委联合举办的“听党话，

从小铸造中华魂，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八周

年谜语竞猜”和狮城小书

画家展活动，日前在五星

社区青少年教育活动中

心举行。

活动吸引了五星小

学、第六实验小学的200

多名学生前来参加。灯

谜竞猜现场热闹非凡，不

时传来同学们猜对谜底

后的欢笑声。小书画家

们的作品则展示着他们

对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作

品栩栩如生，童趣十足。

本次活动深受师生

的喜爱，学生们纷纷表

示：通过参加活动，既学

习了党的历史与先辈的

丰功伟绩，又接受了艺术

上的熏陶，还活跃了暑假

生活，可以说一举多得。

（记者 张军璞 通讯

员 黄连照）

五星社区举办
灯谜竞猜
和小书画家展活动

芭蕉树下

好读书，竹林

深处溢书香。

最近来过市文联

大厦的人会发现，这里

新增了一处看书学习的好地方

——石狮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绿洲书屋、石狮市作家协会文学

沙龙近日在市文联大厦一楼落

成。

记者昨天下午在

现场看到，书屋的环境

十分优雅，室外不仅有芭

蕉树，还有竹林，芭蕉传香竹林

摇曳；室内环境安静优美，书架

设置有“写石狮”“石狮写”等板

块，集中展示着石狮的文学创作

成果。不少学生利用暑假在这

里看书学习，吮吸知识的甘露。

市文联大厦绿洲书屋和文

学沙龙，是石狮文艺百花园开出

的一朵娇艳的花朵，它为石狮广

大的文学爱好者提供了一处优

雅的学习园地，也为“书香狮城”

建设增添了一抹亮色，更为全国

文明城市石狮增添了厚重的底

色。 （记者 张军璞）

昨天下午，记者在福辉路

一处垃圾桶附近看到，一名年

轻女子拎着一袋垃圾，一边走

路一边将垃圾抛到垃圾桶旁边，没有多走几步将垃圾

放入桶内。

听过很多环卫工抱怨，不少市民扔垃圾从来不舍

得多走几步，往往是早晨上班时将垃圾带下楼，然后

随手放在巷子里，等着环卫工来扫。而就是这么随手

一放，环卫工们要早起一个小时来清理才能完成一天

的清扫工作。我们在此呼吁，环卫工起早贪黑不容

易，请多走几步扔垃圾，尽量减少他们的工作量。

（记者 张军璞）

多走几步扔垃圾
文明呼吁

文明有我

书香狮城

市
文
联
大
厦

新
增
一
缕
书
香


